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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ＭＡＳｈａｏｆｅｉ，ＬＩＮＪｕｎ，ＺＡＮＧＬｉｊｕａｎ，ｅｔａｌ　４１５
!!!!!!!!!!!!!

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ＡＫ５ｗｉｔｈ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ｕｂ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ｂｒｅａｓｔ

ｃａｎｃｅｒ ＧＯＮＧＣｈａｎｃｈａｎ，ＬＩＹａｎｑｉｎｇ，ＱＩＡＮＺｈｅｎｈｕａ，ｅｔａｌ　４２０
!!!!!

Ｃｙ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ｍｕｃｏｅｐｉｄｅｒｍｏｉｄ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ｏｆｓａｌｉｖａｒｙ

ｇ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ｐｌ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ａｄｅｎｏｍａ

　 ＨＵＡＮＧＣｏｎｇｇａｉ，ＬＩＭｅｎｇｚｅ，ＷＡＮＧＳｈａｏｈｕａ，ｅｔａｌ　４２４
!!!!!!!!

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ｓａｌｉｖａｒｙａｄｅｎｏｉｄｃｙｓｔｉｃ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：ａｎａｎａｌ

ｙｓｉｓｏｆ４０ｃａｓｅｓ ＱＩＵＭｉｎｇｚｈｕ，ＸＵＢａｏｑｉｎｇ，Ｔ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ｉ，ｅｔａｌ　４２８
!!

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ｏｎ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ｍｉｄｄｌ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ａｒ

ｔｅｒｙ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ｒａｔｓ ＸＵＬｕｌｕ，ＴＡＮＧＨｏｎｇ，ＧＡＯＮｉｎｇ，ｅｔａｌ　４３４
!!!!!

·Ⅲ·


